eReady智慧電動車車主手冊

製造商:台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三 411 巷 75 號
客服中心電話：0800-247-360
適用車款:eReady Fun
2021台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著作權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本車主手冊中任何部分未經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事前書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複製或拷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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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車前準備
歡迎加入eReady 電動車車主的行列！我們將帶領您正確與安全地使eReady 電動車的每個功能。
為了確保您的行車安全，騎乘前請務必詳細閱讀本手冊，並確認自己隨時符合下列要件：
● 持有中華民國政府所核發且仍有效的「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
● 具備安全及正確的普通重型機車騎乘技巧及生理及心理狀況。
● 完全了eReady 電動車的操作方法及應變措施。
● 完全了解本手冊的各項資訊，包括但不限於相關說明、注意事項及警告資訊等。
任何操作與保養的問題，請洽 eReady 客服中心。
祝您擁有安全愉快的騎乘體驗！

具備優越性能的 eReady 電動車，更需要正確的騎乘與操控。為確保自身與他人的安全，請務
必遵行下列事宜：
若服用可能影響騎乘能力之藥物、飲酒，或身心不佳時，請勿騎乘上路。
請遵守交通法規及交通號誌，隨時確認週遭路況及車況，以主動迴避危險。
務必配戴合乎法規之安全裝備，例如安全帽，必要時穿戴適當防護衣物，如手套及靴子。
每次上路前進行基本檢測，確認燈光、煞車、胎紋、胎壓及各部位有無鬆動異音等，並
定期回 eReady 服務中心進行保養。
潮溼的平交道鐵軌、橋樑伸縮縫、人孔蓋、水溝蓋，及路面上的各種標線、標誌，會
變得非常滑溜，因此在接近這些區域時，請減速慢行並保持機車直立小心通過，要在溼
滑的路面上停止時，請緩慢操作煞車，勿急煞車以免輪胎鎖死。
電動車扭力較傳統機車強大故雨天行駛時，建議您啟動智慧模式。起步時輕轉油門；要
在溼滑的路面上停止時，請緩慢操作煞車。
在非常濕滑的路面，請避免將電能回充強度調到最大，以免制動力過強，使後輪產生打滑。
進行日常檢查與維護時，務必確認馬達為關閉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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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以下列圖示來表示特別重要的資訊：
注意：表示使用時需加留意之處。
警告：表示需特別注意，否則可能導致人身傷害或機件損壞。
eReady 服務中心設定功能：表示必須由 eReady 服務中心之技術人員或
eReady 所指定之人員調整或啟閉的功能。

24 小時道路救援服務
在公告道路救援服務區域內，eReady 服務中心提供 24 小時道路救援服務。若您的eReady
電動車遇事故或故障需要協助時，請撥打免付費專線：0800-247-360 ，eReady 客服中心
將派車進行拖吊至最近服務中心協助處理。如有費用發生,會依實際里程與地點向客戶酌收費
用。 道路救援服務排除區域請見附表所示，eReady 將每三個月更新排除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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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圖1-1:車身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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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倒車電子油門
遠近燈切換鍵

左/右方向燈鍵

喇叭鍵

遠近燈切換鍵：
●
●

可切換遠光燈及近光燈
長按不放，遠光燈及近光燈會持續閃動切換

/
●

按一次，方向燈會閃爍並發出音效。再按一次，可關閉方向燈。

●

按住則喇叭會發出鳴響，放開則停止。

●

當馬達啟動時，壓住即會開始倒退。

倒⾞功能啟動時，轉動電⼦油⾨將不會有作⽤。
若您同時操作電⼦倒⾞油⾨與電⼦油⾨，有可能會觸發系統保護⽽立即關閉⾺達。故在倒⾞時
請注意不要轉動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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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Ready

(*1 於馬達關閉時; *2 馬達啟動時)

行車里程切換鍵

坐墊開啟鍵*1
電能回充開關*2

智慧模式鍵

●

eReady 電動車於已解鎖狀態，且馬達尚未啟動時，按下「座墊開啟鍵」可以
打開座墊。(僅限使用 eReady 智慧鑰匙卡機種)
● eReady 電動車在未解鎖狀態時，長按「座墊開啟鍵」，並同時刷卡，可以打
開座墊。(僅限使用 eReady 智慧鑰匙卡機種)
● 當馬達啟動時，此按鍵可以開啟或關閉電能回充功能。當電能回充開啟時，儀表板的
圖示會亮起。

注意：電能回充的強度，除了依照 eReady App 內的設定值外，亦會依照目前
行車速度及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以下簡稱「電池」）殘量等因素進行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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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短按「行車里程切換鍵」，可依次循環切換儀表板行車里程顯示，依序為 ODO / TRIP
/ RANGE （總里程、單次里程、剩餘電量可行駛里程）。
● 當儀表顯示為 TRIP 時，長按 「行車里程切換鍵」3 秒以上，可將單次里程歸零。

注意：
● 當電池殘量只有 1 格時，閒置 10 秒以上，儀表顯示會自動跳回 RANGE（剩餘
電量可行駛里程）。

注意：
● 當電池殘量已無格數時，儀表顯示會固定在 RANGE（剩餘電量可行駛里程），
且里程顯示為「-----」，不顯示數字，此時按壓「行車里程切換鍵」將無反應。

● 按下「智慧模式鍵」即進入智慧模式，再按一次可解除智慧模式。（請參閱三、
行進與停止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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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行車里程顯示

電池殘量顯示

啟動鍵 速度顯示 時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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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啟動鍵

可使eReady電動車進入馬達待命狀態或是關閉馬達。
（請參閱三、行進與停止章節）

電池殘量顯示

顯示目前電池的剩餘電量。

速度顯示

顯示目前車速。
馬達關閉時不顯示數字，馬達啟動且靜止時顯示「0」。

時鐘

顯示現在時間，且會在每次電池交換時自動校正。

行車里程顯示

可切換顯示 ODO / TRIP / RANGE （總里程、單次里程、剩餘電量
可行駛里程）。

左方向燈

隨左方向燈同步閃爍。

右方向燈

隨右方向燈同步閃爍。

錯誤警告

操作錯誤或系統短暫異常時點亮。

遠光燈

隨遠光燈點亮。

維修指示

系統異常時點亮，提醒車主進廠檢修。

高 / 低溫保護

動力系統或電池溫度升高至保護點時會點亮橘色，電池溫度過低時會
點亮藍色，此時 eReady 電動車也會自動降低動力輸出。

eReady
智慧快連

與車主的智慧型手機連線中會以高亮度點亮，沒有連線時則維持低亮
度。（請參閱五、手機 App 與自訂個人章節）
本車設定為性能提升方案（須額外付費）時點亮。

性能升級

請諮詢

eReady 服務中心或銷售人員。

智慧模式

啟動智慧模式時點亮，啟動智慧上坡模式時閃爍。（請參閱三、行進
與停止章節）

電能回充

當電能回充功能打開時點亮。

充電中

當充電時點亮。

動態指示環

可動態顯示多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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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Ready電動車具備 Bluetooth® 及 NFC® 功能；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具備 NFC® 功能； 電池交換站具有NFC®
功能。依據台灣「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加註警語如下：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
能。
低功率射頻電機之使用不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立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
用。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率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療用電波輻射性電
機設備之干擾。

註：
eReady電動車之原料取得、生產、銷售、使用及廢棄，符合減量、可重覆使用、可回收再利用、低污染、省能源、省資源或
對環境友善等特性，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規範之環境保護產品。
製造商：台鈴工業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三段 411 巷 75 號
電話：0800-24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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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鎖與上鎖、開啟電源和置物箱
eReady
2-1: eReady 智慧鑰匙卡

eReady 電動車部分機種採用先進的 eReady 智慧鑰匙卡（具備 NFC 近距離無線通訊功能），
只需將其輕輕接觸車上之 eReady 智慧鑰匙卡感應器 (下列簡稱”感應器”) 就能輕鬆將智
慧雙輪解鎖或上鎖。

注意：您也可以使用 eReady App 及智慧型手機進行解鎖及上鎖
（請參閱七、手機 App 與自訂個人化章節）。
由於智慧型⼿機型號眾多，可能會有無法預知的相容性及穩定性問題，故不保證所有⼿機廠牌
均及型號能正常下載或使用eReady App，也不保證⼿機與eReady電動車的連線在所有情況下都
⼀定穩定可靠。故若您使用智慧型手機做為鑰匙時，請務必隨身攜帶eReady智慧鑰匙卡，以免
手機連線臨時失效，導致無法開機解鎖，造成困擾。

注意：
1. eReady 智慧鑰匙卡應避免暴露於高溫、彎折、磨損或裁切破壞。
2. 請勿將多張 eReady 智慧鑰匙卡同時觸碰感應區，避免感應不良。
3. 使用時，請勿將 eReady 智慧鑰匙卡放置於金屬製品附近。
4. 若輕觸感應區的時間太短或距離太遠，請稍待片刻，重新感應即可。
5. eReady 智慧鑰匙卡操作距離不可超過 4 公分，並仍請輕觸感應區

1. eReady電動車在上鎖狀態時，轉動龍頭至最左邊，然後將 eReady 智慧鑰匙卡
輕觸車上之感應器，即可解除上鎖狀態。
2. eReady電動車之頭尾燈閃爍並發出音響、龍頭鬆開、儀表板燈亮起，表示已
解鎖，並開啟系統電源。

注意：若解鎖後無任何操作，eReady 智慧上鎖功能將於3 分鐘後自動將
eReady 電動車在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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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當解鎖之後，請先試著轉動龍頭至最左邊再回正，確保龍頭鎖已經正確解鎖，
龍頭可以自由轉向，再開始騎乘。

2-2:

1. 當 eReady 電動車已解鎖，轉動龍頭至最左邊，然後將 eReady 智慧鑰匙卡輕
觸車上之感應器，即可進入上鎖狀態。
2. eReady 電動車發出音響、頭尾燈及儀表板燈號全部熄滅、龍頭鎖住，表示已
上鎖。
注意：當利用 eReady 智慧鑰匙卡上鎖時，請務必將龍頭轉至最左邊，以確保龍頭
鎖正確上鎖。

1. 若eReady 電動車已上鎖，按下右
把手
「座墊開啟鍵」不放，同時
將 eReady 智慧鑰匙卡輕觸車上之感應器，即可解鎖座墊以開啟置物箱。
2. 若 eReady 電動車 為解鎖狀態時開啟置物箱，在 180 秒內關上置物箱，

eReady 電動車會回復解鎖狀態。此功能可以減少您誤將 eReady 智慧鑰匙卡鎖進置
物箱的情況。

注意: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勿放置於置物箱內。

注意：在某些情況下，座墊有可能無法自行彈啟，例如置物箱中的物品過多而
壓到座墊時.遇此情況，使用 eReady 智慧鑰匙卡觸碰感應器解鎖後，以手用力
向下按壓座墊尾端，並按下右把手的
同時拉起座墊，即可開啟置物箱。
14

「座墊開啟鍵」，待聽到「喀」聲的

每次關閉系統電源前，務必確認鑰匙、手機未放置於座墊下置物箱，以免意外把鑰匙
、手機鎖在裡面，導致無法再次開啟系統電源。
請隨時關閉坐墊下置物箱，以免因長時間未關閉坐墊，導致Gogoro Network® 智慧電
池無法對備用電池充電，進而導致備用電池過度放電而損壞。
注意：無法且不應嘗試於行進間或「馬達啟動狀態」時開啟置物箱。當馬達啟動時，
按壓

「座墊開啟鍵」可用以開啟及關閉電能回充功能。

注意：置物箱開啟時，eReady電動車會自動斷電並上鎖，
警告會亮起約10秒鐘，以提醒車主置物箱處於開啟狀態。

且錯誤

1. 在下列狀況，eReady 電動車會自動進入休眠模式，無法使用 eReady 智
慧鑰匙卡進行解鎖。
a. 當eReady 電動車電量過低（儀表板電池殘量顯示為無格數），上鎖
三分鐘後。
b. 當eReady 電動車上鎖閒置過久沒有進行解鎖 (進入休眠時間依照電
池電量而定)。
c. 當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離開eReady電動車超過 48 小時。
2. 長按

「啟動鍵」5

秒，即可解除休眠模式，此時儀表板上

錯誤警告

閃爍數秒。
3. 休眠模式解除後，即可正常使用 eReady 智慧鑰匙卡解鎖。
若因30天以上未交換電池、長時間未將電池置於⾞內、長時間未關閉座墊，導致備⽤電池
過度放電⽽損壞者，屬於使⽤者⼈為疏失，不在保固範圍內。
⾃⾏拔除備⽤電池接頭⽅法不當，因⽽造成之故障及損傷，屬於使⽤者⼈為疏失，不在保固
範圍內。
請⽤以下⽅式避免進入休眠模式，以減少內建備⽤電池過度放電⽽損壞的機率：
●隨時確保您⾞上的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電量充⾜，並在每次結束騎乘離開時確認
座墊確實關緊。
●若您預期將有數天以上時間不會使⽤eReady 電動車，請先交換電量充足之電池。
●即使不使⽤eReady 電動車，也請每30天⾄少交換⼀次⾼電量的電池。使⽤充電⽅式則每
30天⾄少充滿電⼀次。
●勿將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取出於⾞外超過48⼩時。使⽤⾞外電池充電設備時
（如 GoCharger® 智 慧 電 池 充 電 座 系 列），每次充滿電之後請立即將電池放回⾞
上並關緊座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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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進與停止

將 eReady電動車解鎖後，必須先啟動馬達，才能開始騎乘。
1. 確認 eReady電動車已解鎖，並開啟系統電源。此時儀表板燈號已亮起。

2. 收起中駐架及側腳架，確認電子油門未被轉動，座墊確實關閉，
且 eReady 電動車處在完全靜止狀態。
3. 先握緊剎車把手，再按住
「啟動鍵」，直至儀表上的速度表開始倒數，並顯視時速為「0」
時，表示已進入「馬達啟動狀態」。
4. 放開

「啟動鍵」及煞車把手，轉動電子油門，即可騎乘上路。

注意：當 eReady 電動車向後行進時（滑行或推行），電子油門不會有作用，
需待完全靜止、時速為0 km/h 後，才會開始輸出動力。

警告: eReady 電動車行進時若展開側腳架，需待時速降至 5 km/h 以下時，才會進
入「馬達關閉狀態」。故 eReady 電動車在行進間請勿展開側腳架，以免發生不預期
的危險。

eReady 電動車與傳統引擎⾞輛不同，油⾨動⼒反應也有差異。若您尚未熟悉電⼦油⾨的特性，
請務必小心操作，切勿⼀次轉動過大角度，以免突然出現預料之外的⼤動⼒，造成危險。
同⼀台eReady

電動車，若使⽤不同的動⼒模式或性能提升加值服務，油⾨動⼒反應也會有差異，

請務必⼩⼼操作，切勿⼀次轉動過⼤⾓度，以免突然出現預料之外的⼤動⼒，造成危險。

警告:行進時握住煞車並長按

「啟動鍵」，可強制緊急斷電、進入「馬達

關閉狀態」。故騎乘時請勿誤觸，以 eReady 電動車突然失去動力發生危險。
警告: eReady 電動車必須在完全靜止狀態下才能啟動。若 eReady 電動車在行進
間發生異常，導致進入「馬達關閉狀態」時，請小心滑行或推行至路旁安全之
處，切勿在行進間或車道上嘗試重新啟動 eReady 電動車，以免發生危險。

CBS 連動式煞⾞系統
● CBS（Combined Braking System）連動式煞車系統，可以將左手按壓後煞的力
道同步分配⼀部分⾄前煞，並將更多的煞⾞比重分配到制動⼒道較強的前輪，有助
於在特定情況下降低後輪打滑的機率。
CBS系統僅為輔助煞車性質，無法保証能避免所有的危險狀況，騎士本身仍需具備正確的
操駕觀念及安全的駕駛行為。
搭載CBS系統之⾞種，操作前後煞⾞拉桿時會有互相⼲涉的感覺，此為正常現象，不會影響
煞⾞的效能，單獨操作前煞車拉桿（右方）時，煞車力道不會分配至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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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Ready
(*1 於馬達關閉時; *2 馬達啟動時)

當行進間釋放油門或將其向前歸零，使 eReady 電動車以慣性向前滑行時，
電能回充功能可將一部分前進的動能轉換為電能，回收至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儲存。
●

電能回充功能啟動時，儀表板的

電池殘量顯示內的格數，會以動畫表示正在充

電。
● 電能回充的強度，可以透過 eReady App 調整強弱。當電能回充功能啟動時，後輪會
出現類似煞車的制動力道，若回充強度設定愈高，則制動力愈強。
● 電能回充功能啟動並產生制動力時，煞車燈會點亮，以提醒後方車輛。
● 電能回充的強度，除了依照 eReady App 內的設定值外，亦會依照目前行車速度及電
池殘量等因素自動進行微調。
● 在某些時候，例如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內的電量接近全滿或電量太低，溫度過高
或過低等情況下，電能回充功能可能會暫停作動。

注意：電能回充功能可透過右把手的「電能回充開關」開啟或關閉。
（請參閱一、行車前準備）

● 將 eReady 電動車煞停。
● 先握緊煞車把手再按
「啟動鍵」，或展開側腳架，以進入「馬達關閉狀態」。
此時儀表不顯示時速，轉動電子油門亦不會有作用。
● 使用側腳架或中駐架，將 eReady 電動車平穩地停駐。
● 使用 eReady 智慧鑰匙卡之機種：
○ 轉動龍頭至最左邊然後將智慧鑰匙卡輕觸車上之感應器。當eReady電動車發出音響、頭尾燈及
儀表板燈號全部熄滅、龍頭鎖住，表示已上鎖。
注意：使用 eReady 智慧鑰匙卡之機種，若馬達關閉後 3 分鐘內無任何操作，
eReady 電動車將自動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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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模式」可以調整理想的動力輸出，以增進安全性及能源使用效率。
● 輕按右把手上的「智慧模式鍵」即可啟動或關閉「智慧模式」。啟動時，儀表板上的
智慧模式圖示會亮起。
● 「智慧模式」可以調整理想的動力輸出，以增進安全性及能源使用效率。
● 輕按右把手上的「智慧模式鍵」即可啟動或關閉「智慧模式」。啟動時，儀表板上的
智慧模式圖示會亮起。

3-2:

●

當儀表板的電池殘量顯示 1 格並緩慢閃爍時，表示電量偏低，建議車主儘快更
換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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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儀表板的電池殘量顯示 1 格並快速閃爍時，表示電量相當低，倘eReady 電
動車正處於行進狀態時，會進入「低電量預行模式」，自動開始限速，以節省電力消
耗，並且每 20 秒會發出提醒音效一次。請務必立刻前往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更換
電池。倘eReady 電動車此時處於「馬達關閉狀態」時，建議於 24 小時內或下次進入
「馬達待命狀態」時立即（以較早屆至者為準）就近至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更換電
池。

3-3:

●

儀表板的電池殘量無格數時，表示電池殘量已經非常低， eReady 電動車強制進入
「低電量緩行模式」，進一步限速在45 km/h 以下，並且每20 秒會發出提醒音效一次。
儀表 RANGE（剩餘電量可行駛里程）顯示為「------」，不顯示里程數字。此時電量隨時
都有可能耗盡，請車主務必立即至就近的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更換電池。倘 eReady
電動車此時處於「馬達關閉狀態」時，必須於24 小時內或下次進入「馬達待命狀態」時

立即（以較早屆至者為準）就近至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更換電池。
● 交換電力充足的電池後，即會恢復正常動力及速度。

注意：使用eReady App 智慧鑰匙卡之機種，當儀表板的電池殘量無格數，進
入「低電量緩行模式」時，一旦上鎖 3 分鐘後即會自動進入休眠模式，無法再使
用 eReady 智慧鑰匙卡解鎖。此時需長按「啟動鍵」5 秒，以解除休眠模式。
（請參閱二、解鎖與上鎖、開啟電源和置物箱章節之「休眠模式」部分）
在低電量緩⾏模式下，由於電量過低，⾺達輸出扭⼒有可能無法克服陡坡的上坡路段，請特別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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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嚴苛的環境與操駕狀態，有機會導致電池溫度升高，當電池溫度達到保護點時，系
統會啟動高溫保護模式，且儀表板上

「高溫保護」橘色圖示會亮起。此時動力

輸出會自動降低。
●

橘色「高溫保護」圖示會亮起時，請即刻至附近的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更
換電池，即可恢復正常性能，繼續騎乘。

●

電池的性能會受到溫度的影響，所以當溫度太低的時候，系統會暫時啟動「低溫保護」

●

，
藍色「低溫保護」圖示會亮起，此時動力可能會明顯地下降。
騎乘一段時間待電池溫度上升，或至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交換電池，即可回復動
力。

● 若eReady 電動車意外傾倒，系統會自動斷電。
● 使用 eReady 智慧鑰匙卡之機種：
○

此時無法解鎖。

○

請先檢查確認車輛無異狀後，按下左把手的
「座墊開啟鍵」不放，同時
將 eReady 智慧鑰匙卡輕觸車上之感應器，即可解鎖座墊以開啟置物箱。

○

打開置物箱並取出電池，靜待 5 秒後，再次將電池插入，待儀表板上
錯誤警告圖示消失後，便可以 eReady 智慧鑰匙卡解鎖。

若eReady 電動車在「系統電源已開啟」狀態下意外傾倒，系統會⾃動斷電，以策安全。
●傾倒斷電之後，請先將⾞扶起，以側腳架或中駐架將⾞平穩地停好，並且檢查⾞⼦是否受損。
●若您判斷⾞⼦沒有明顯損壞，尚在可騎乘的程度，欲重新開啟系統電源，由於保護機制的緣故，
您必須重覆2次開啟系統電源的動作，才可重新開啟系統電源：
○無線鑰匙⾞種：請刷2次eReady 智慧鑰匙卡。
●傾倒斷電會記錄在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裡，當電池放入GoStation®電池交換站時，此記錄
會上傳⾄雲端。
●GoStation®電池交換站的螢幕上會顯⽰您的⾞發⽣過傾倒斷電，以提醒您檢查⾞⼦是否受損，
必要時可⾄eReady服務中⼼進⾏檢修。
●您的⼿機也會透過 eReady App 通知您發⽣過傾倒斷電。

AVAS低速警告⾳
由於電動⾺達遠比傳統汽油引擎更為安靜，有時會讓⼈忽略了eReady 電動車的靠近，因此在時速
20公⾥以下低速⾏駛時會發出低速警告⾳（Acoustic Vehicle Alert System, AVAS），提醒附近的
其他⽤路⼈，增加安全性。
您可以在eReady App中將其暫時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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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換電池
eReady 電動車採用電池交換系統，不需耗時充電，隨時輕鬆上路。

GoStation®
● 可利用智慧手機的 eReady App 尋找附近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的位置，並至最近
處交換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以下簡稱「電池」）。
●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的觸控螢幕，同時亦提供eReady 電動車之車況、所在城市天氣
促銷活動等資訊。

注意：觸控螢幕所顯示之資訊可能因法令或軟硬體裝置不同而有所差異，且該等
資訊均僅供車主使用之便利，除Gogoro Network™ 特別聲明外，不就該等資訊之
完整、正確或有效性負責。
4-1: GoStation®

Gogoro Network™
1. 將 eReady 電動車安穩停放於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旁。放下側腳架，或握
緊剎車把手並輕按

「啟動鍵」，使 eReady電動車進入「馬達關閉狀態」。

2. 開啟eReady 電動座墊。握住置於電池插槽內之任一電池之握把，將該電
池上提後，自電池插槽中取出。
3. 將電池置入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之空插槽，適度施力將電池推到底，直至電池被鎖
定並發出確認音效為止。
4. 當觸控螢幕顯示「請插入第二顆電池」，依照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觸控之螢幕指示
，重複步驟 2 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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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池全數插入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之空插槽後，2 顆可供更換之電池將於數秒後彈
出。

6. 將電池置入 eReady 電動車電池插槽，關閉座墊，待儀表板
圖示熄滅後，即可將 eReady 電動車解鎖，繼續上路。

錯誤警告

(請參閱三、行進與停止章節：啟動與行進)

注意：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會彈出可供更換的電池，以供立即使用，車主
有可能交換到尚未充滿電力的電池。

注意：如果車主插入的電池，其電量高於目前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內任何
一顆電池的電量，則原本的電池將會退還。

警告：電池彈出時，會突出於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面板約 30 cm，故交換電池時請
確保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前方 30 cm 區域淨空，勿停放 eReady 電動車、放置物品
及/ 或站立人員，並請特別注意周邊人員及幼兒安全，避免碰撞電池或 GoStation® 電池
交換站。

4-2: GoStation®
圖

注意：除另有約定外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為 Gogoro Network™ 資產，提供
予 eReady 電動車車主使用，其具備感測及紀錄功能，會自動紀錄使用歷程，利
用 NFC 功能進行資料傳輸。故若因不當使用導致電池功能異常或產生安全疑慮，
Gogoro Network™ 將可追查責任歸屬，並有權對不當使用之使用者求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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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Gogoro Network™ 電池基本資訊
製造日期：如電池把手處或電池底部所示
製造商：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桃園市頂湖路 33 號

警告：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具有極高的電能，不當的操作有可能引起火災或
電擊等危險。為了保障人員安全，使用、保存或更換電池時，應隨時遵守
Gogoro Network™ 官方指示，在使用電池時請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
●
●
●
●
●
●
●

嚴禁將電池使用於非 Gogoro Network™ 官方所可之用途。
電池每顆重量在 9 kg 以上，請小心拿取及放置。
電池在使用後可能會有些微發熱狀況，更換電池操作時請加以注意。
請保持全向電池連接埠潔淨無異物，嚴禁使用金屬物接觸或短路全向電池連接埠。
嚴禁將電池投入火中、加熱、浸水、摔落或敲擊，及進行任何試圖拆解或破壞。
嚴禁自行拆卸或改變電池外型、結構。
嚴禁使用非 Gogoro Network™ 官方所認可之方式，自行對電池充放電。
嚴禁使用任何溶劑或化學藥劑於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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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養維護
確實的保養與維護，能提昇eReady電動車的耐久性與維護行車的安全性。建議您參照以下建議，
來照顧您的愛車。

●
●
●
●
●
●
●
●
●
●
●
●
●
●

確保胎壓正常，建議胎壓為前輪 33 psi、後輪 40 psi。
輪胎表面有無龜裂、損傷、磨損、異物穿刺或附著。
胎紋深度是否足夠，大於 0.8 mm。
驅動鏈條是否鬆緊恰當，是否需要清潔及潤滑。
懸吊及動力系統是否有漏油或外觀異常。
冷卻空氣進氣口有無髒污阻塞。
解鎖後儀表板有無任何故障警示燈亮起。
電池電量是否充足。
左右把手的各項開關是否作動正常，喇叭是否作動正常。
頭尾燈、煞車燈、方向燈是否作動正常。
後視鏡鏡面清潔並調整至適當角度。
煞車油量是否充足，煞車把手與煞車系統作動是否正常。
電子油門與電子倒車油門是否作動正常。
其他政府法令要求之注意事項。

傳統皮帶或鍊條調整，檢查，清潔及潤滑作業過程中請務必確保車輛保持系統關
閉狀，嚴禁在馬達已啟動狀態下作業，以避免衣物或肢體被機件捲入發生危險。

任何異常或操作疑慮，請聯繫 eReady 客服中心（0800-247-360），或至eReady
服務中心尋求協助。

● 請務必於每 30 天內至少交換一次電池，若您預計將超過 30 天不使用車輛， 可洽

詢 Gogoro Network™ 客服中心暫停您的能源服務合約。若您因暫停電池服務，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無法置於車廂內，建議委由 eReady 工程師將您愛車的
備用電池接頭拔除，避免備用電池因過放電造成損毀，詳情請洽詢 eReady 服務中心。
● 儘量停放於乾燥陰涼之室內，減少日曬及雨淋，以免零組件鏽蝕而縮短使用壽命。
請使用清水及中性洗劑沖洗，並以軟布、海綿或軟毛刷清潔車輛表面。
● 避免用 強力水柱沖洗，以免水氣侵入造成機件故障。
● 為保持鏈條表現及騎乘舒適性，建議每 500 公里或在洗車、大雨、涉水後，使用油封
鏈條專用油將鏈條上油潤滑。
警告：自行拔除備用電池接頭方法不當，因而造成之故障及損傷，屬於使用者人為疏
失，不在保固範圍內。

警告：若因 30 天以上未交換電池，或長時間未將電池置於車內，導致備用電池過度
放電而損壞者，屬於使用者人為疏失，不在保固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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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嚴禁使用任何有機溶劑、強力清潔劑、酸性或鹼性洗劑、研磨劑、菜瓜布、金
屬材質之毛刷或砂紙等進行清潔，以免破壞零件表面。

警告：霧面、平光（消光）塗裝之表面，無論零件材質，均嚴禁使用任何亮光蠟或拋
光劑，並請勿用 力 擦 拭或 磨擦，以免破壞表面之質地。

警告：煞車系統嚴禁使用任何清潔劑及亮光蠟，以免影響煞車性能，造成危險。

警告：鏈條潤滑請使用油封鏈條適用的鏈條油，建議使用含噴頭之樣式。切勿使用任
何形式之溶劑，清潔劑，除鏽劑 或非油封鏈條專用油（如汽油、酸 / 鹼性清潔劑、
甲苯、丙酮、WD40...）。

警告：鏈條潤滑作業過程中請確保車輛保持電源關閉、鎖定狀態。

● 新車交車後 1,000 公里或三個月（以先到者為準），必須回廠進行初次檢查保養
● 建議每 3,000 公里或每六個月（以先到者為準），定期回廠檢查保養。
● 系統會透過 eReady App 主動提醒車主定期保養之訊息。
● 車主如未依原廠建議執行定期保養，eReady 將有權不履行或修改保固的內容。
● 所有維修及保養項目均須於 eReady 服務中心執行，並使用原廠指定之料件。
● 若車主自行於非 eReady 授權之服務中心拆修或使用非原廠指定料件，eReady 有權不
履行或修改保固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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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0 公里或第 3 個月，進行首次回廠檢查保養。
每 3,000 公里或每 6 個月（以先到者為準），定期回廠檢查保養。
C：檢查 R：更換 A：調整 L：潤滑
保養里程（單位：千公里）

1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各功能作動檢查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各功能作動潤滑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煞車油檢測 / 更換

C

C

C

C

C

C

R

C

C

C

C

C

R

齒輪油更換

R

冷卻系統檢查 / 補充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鏈條保養

R

R

R

R

檢查、清潔、潤滑或必要時更換。

C：檢查 R：更換 A：調整 L：潤滑
保養時間（單位：月）

3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60

66

72

各功能作動檢查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各功能作動潤滑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煞車油檢查 / 更換

C

C

C

C

R

C

C

C

R

C

C

C

R

齒輪油更換

R

冷卻系統檢查 / 補充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鏈條保養

R

R

R

R

檢查、清潔、潤滑或必要時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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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六、eReady 保固政策
新車兩年不限里程保固
即日起 eReady 電動車保固條款調整並生效如下，且適用於既有車主及新購
車主：
保固內容:
eReady 出售之全新 eReady 電動車，如依 eReady 電動車車主手冊之建議
方式及內容正常使用並定期保養，而eReady 電動車仍於保固期間內發生不
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時，經 eReady 服務中心或所委託之第三
人檢查確認屬實，若符合本保固條款且無不適用本保固內容之情形時，
eReady 將依下列規定提供保固
（下稱「保固內容」）其他零件：保固期間內，如其他零件因製造或裝配之
原因而發生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時，eReady 將負責提供功
能正常之零件進行免費維修，如經 eReady 判定無法以維修方式提供保固時，
eReady將負責免費更換，並於維修或更換完成之日起提供 90 天保固（下稱
「其他零件延長保固期間」），如其他零件延長保固期間屆滿時點與保固期
間屆滿時點不同時，以較晚屆至者為準。eReady 得於 eReady 服務中心或
委託第三人提供保固服務，檢修拆換後之品項（包括但不限於零件）全數歸
eReady 所有。
保固期限:
除本保固條款另有規定或 eReady 另有公告者外，eReady 電動車提供 24 個
月不限里程保固（下稱「保固期間」），保固期間自實際領牌日起算。
如有下列任一情事發生，eReady 有權主張保固內容之全部或一部不適用之
天災、地變、意外、事故、戰爭、抗爭及人力不可抗拒事件等所造成之不良、
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不影響 eReady 電動車機能或正常使用的觀
感現象（聲音、震動、滲油、外觀部品自然褪色或細痕、金屬部品生鏽、部
品水痕、暫時性水氣等）；消耗、磨耗之零件，如油品、皮帶、來令片、煞
車碟盤、鏈條、輪胎等；煤煙、鳥糞、銹化、氣候因素、硫磺、鹽分、化學
藥品（液）或類似因素所造成之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或任
一取消或縮短保固內容事由發生或 eReady 知悉發生時。
如有下列任一情事發生，eReady 亦有權取消或縮短保固內容之全部或一部
（下稱「取消或縮短保固內容事由」未按時執行 eReady 所要求之定期保養，
所造成之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未按時執行 eReady 所要求
之定期保養，所造成之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在 eReady 所
指定之各服務中心或所委託第三人以外處所修理，所造成之不良、故障、異
常、損壞或類似情形；技術表演、飆車等使用，及非一般行駛之特殊路況下
使用所造成之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因營業或商業使用或出
租等不特定人使用之場合；任意變更、取消及移除條碼、零件或配件者；自
行改造、拆卸、加裝設備等變更原廠設定；保固封條受損、被移除或更改、
保固識別標示撕毀或破壞致無法辨識者；及延遲送修或遲延主張保固內容所
造成之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擴大或嚴重化。
保固時效:
eReady 電動車有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應即時送修，因延遲
送修而超過保固期間，或導致不符合保固內容而無法主張保固內容適用時，
均視為自行放棄保固權益，eReady 無履行保固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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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工資與零件價格一致
1. 當 eReady 電動車進廠維修或保養時，eReady 服務中心將透過系統產生工單，
維修技師藉由工單可了解保養內容、檢修項目、車主需求、所需工時。
2. 透過系統控管，全國各地 eReady 服務中心均擁有一致的收費與維修工時，且每
工時的工資一致。
3. 工時計算方式：1 工時＝ 1 小時，0.1 工時＝ 6 分鐘
4.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於 eReady 服務中心進行維修或保養時，維修技師將透過查詢
到過往維修與回廠紀錄，更完整了解消費者車況，進行 eReady 原廠專業之保養維
護服務，並先進行報價經消費者同意後始進行保養與維修。
* eReady 保有隨時變更或修改此條款之權利，不另行個別通知。

完整車履歷全台串接
eReady 電動車車主於全台 eReady 服務中心時，維修技師可查詢車主過往
於全台 eReady 服務中心的維修與保養等車歷紀錄，此紀錄皆透過系統串接
全台所有服務中心且同步即時更新，幫助維修技師與車主了解過往的維修與
保養狀況。
* eReady 保有隨時變更或修改此條款之權利，不另行個別通知。

24 小時道路救援
在公告道路救援服務區域內，eReady 服務中心提供 24 小時道路救援服務。
若您的 eReady 電動車遇事故或故障需要協助時，請撥打免付費專線：
0800-247-360 ， eReady 0800 客服中心將派車進行拖吊至最近服務中心協
助處理。如有費用發生,會依實際里程與地點向客戶酌收費用。
道路救援服務排除區域請見附表所示， eReady 將每三個月更新排除區域。

eReady 原廠配件保固
eReady 原廠配件自安裝或交付日起，按原廠配件類型不同，提供不同的保
固期間最長達兩年) 詳細規則請見下方條款及 eReady 網路商店下各原廠配件
的網頁說明。
保固內容
eReady 或 eReady 所授權之第三人所出售之全新 eReady 電動車配件（下
稱「 eReady 原廠配件」），如於正常使用之情形下精品人身部品的部分，
非人為損壞情況下可提供更換。車身部品的部分(前置物架、後扶手、手機
架))提供兩年保固，行車紀錄器再非人為損壞狀況下主機本體保固二年，其
餘全配件皆保固一年。仍於保固期間內發生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
情形時，經 eReady 服務中心或所委託之第三人檢查確認屬實，若符合本保
固條款且無不適用本保固內容之情形時， eReady 將依下列規定提供保固
（下稱「保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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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eReady 另有公告者外，自安裝 eReady 原廠配件於 eReady 電動車之日
起算或自交付eReady 原廠配件之日（如 eReady 原廠配件係於非實體通路
出售者，以訂購日加 3 日為交付日）起算 二年內（以較早屆至者為準）於正
常使用之情形下精品人身部品的部分，非人為損壞狀況下可提供更換。
車身部品的部分(前置物架、後扶手、手機架))提供兩年保固，行車紀錄器再
非人為損壞狀況下主機本體保固二年，其餘全配件皆保固一年。
如 eReady 原廠配件因製造或裝配之原因而發生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
類似情形時， eReady 將負責免費維修，如經 eReady 判定無法以維修方式
提供保固時， eReady 將負責提供功能正常之eReady 原廠配件免費更換之。
eReady 得於 eReady 服務中心或委託第三人提供保固服務，檢修拆換後之
品項（包括但不限於零件）全數歸 eReady 所有。

eReady 原廠認證配件支援
為確保相容性與品質，eReady 為 eReady 電動車配件製造商（下稱「配件
製造商」）設立一定的要求與標準，經 eReady 認證之非 eReady 原廠
eReady 電動車 配件，在包裝上會有 Designed for eReady 標籤或註記（下
稱「eReady 認證配件」）。
eReady 認證配件是由配件製造商所製造、提供及支援，其保固期間、範圍
及限制等應依照該配件製造商之保固條款規定或相關公告，由該配件製造商
自行負責；除有符合本支援服務條款之情形外，並不適用任何 eReady 所公
布之保固條款，不論 eReady 認證配件是否 與 eReady 產品共同包裝、交付
或銷售。如遇技術問題或需要客戶服務，請直接聯絡該配件製造商。然就
eReady 或 eReady 所授權之第三人所出售之全新 eReady 認證配件，
eReady 得依下列規定提供 eReady 認證配件支援服務：
支援服務內容：
除本支援服務條款另有規定或 eReady 就本支援服務條款另有公告者（不包
括 eReady 所公布之其他保固條款）外，自全新 eReady 認證配件實際購買
日起算，於 eReady 對每一全新 eReady 認證配件所個別允許之支援服務期
間（下稱「支援服務期間」）內，如於正常使用之情形下發生不良、 故障、
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且經eReady 服務中心或所委託之第 三人依配件製
造商相關認定標準檢查確認屬實，若符合本支援服務條款且 無不適用支援服
務內容之情形時，eReady 按下列規定提供支援服務（下 稱「支援服務內
容」）：支援服務期間內，如 eReady 認證配件因製造或裝配之原因而發生
不 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時，eReady 將協助將eReady 認證配
件轉送配件製造商處理；如 eReady 認為有必要時，得依配件製造 商所提供
之保固相關認定標準進行維修或更換 eReady 認證配件。eReady 得於
eReady 服務中心或委託第三人提供支援服務，檢修拆換後之品項（包括但
不限於零件）全數歸 eReady 所有。
如有下列任一情事發生，eReady 亦有權取消或縮短保固內容之全部或一部
（下稱「取消或縮短保固內容事由」人為因素、天災、地變、意外、事故、
戰爭、抗爭及人力不可抗拒事件等所造成之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
情形；不影響eReady認證部件機能或正常使用的觀感現象(聲音、震動、滲
油、外觀部品自然褪色或細痕、金屬部品生鏽、部品水痕、暫時性水氣等)或
正常磨耗或舊化；消耗、磨耗之零件、部品或元件，如皮件、鏡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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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煙、鳥糞、銹化、氣候因素、硫磺、鹽分、化學藥品(液)或類似因素所造
成之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

或其他依配件製造商之保固條款規定或相關公告而未享有保固或保固經取消
或縮短者
支援服務時效:
eReady 認證配件有不良、故障、異常、損壞或類似情形應即時送修，因延
遲送修而超過保固期間，或導致不符合保固內容而無法主張支援服務內容適
用時，均視為自行放棄支援服務權益，eReady 無履行支援服務內容之義務。
支援服務適用地區:
於台灣本島、澎湖、金門、馬祖所使用之 eReady 認證配件。
支援服務實施:
eReady 得自行或委託第三人提供保固服務，原則上由各 eReady 服務中心
人員，於各該 eReady 服務中心之所在地點提供之。主張服務內容時須出示
行車執照、相關身分證件及eReady核發之eReady認證配件支援服務卡(下稱
「支援服務卡」)；無法出示支援服務卡時，得提供其他適當之購買憑證，惟
eReady保留接受與否之權利。
其他:
各 eReady 服務中心或所委託之第三人之服務內容及時間，視各服務中心或
所委託之第三人而有異，支援服務內容之全部或一部可能僅有特定之eReady
服務中心或所委託之第三人方可提供，請務必於前往eReady服務中心或委託
之第三人處所前，先以電話詢問並預約 。
* 您因主張支援服務內容所造成之各種費用及損失補償，包括但不限於:租車
費、電話費、傳真費、運費等eReady無需負擔之。

保養維護

確實的保養與維護，能提昇 eReady 電動車的耐久性與維護行車的安全性。
建議您參照以下建議，來照顧您的愛車。
騎乘前檢查項目:
確保胎壓正常，建議行駛前胎壓為前輪 33 psi、後輪 40 psi。
輪胎表面有無龜裂、損傷、磨損、異物穿刺或附著。
胎紋深度是否足夠，大於 0.8 mm。
檢查驅動鏈條是否鬆緊恰當，是否需要清潔及潤滑。
懸吊及動力系統是否有漏油或外觀異常。
冷卻空氣進氣口有無髒污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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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後儀表板有無任何故障警示燈亮起。

電池電量是否充足。
左右把手的各項開關是否作動正常，喇叭是否作動正常。
頭尾燈、煞車燈、方向燈是否作動正常。
後視鏡鏡面清潔並調整至適當角度。
煞車油量是否充足，煞車把手與煞車系統作動是否正常。
電子油門與線傳電子倒車油門是否作動正常。
任何異常或操作疑慮，請聯繫 eReady 0800 客服中心（0800-247-360）
其他政府法令要求之注意事項。
日常清潔及維護:
儘量停放於乾燥陰涼之室內，減少日曬及雨淋，以免零組件鏽蝕而縮短使用
壽命。
請使用清水及中性洗劑沖洗，並以軟布、海綿或軟毛刷清潔車輛表面。
避免用強力水柱沖洗，以免水氣侵入造成機件故障。
警告：嚴禁使用任何有機溶劑、強力清潔劑、酸性或鹼性洗劑、研磨劑、菜
瓜布、金屬材質之毛刷或砂紙等進行清潔，以免破壞零件表面。
警告：霧面、平光（消光）塗裝之表面，無論零件材質，均嚴禁使用任何亮
光蠟或拋光劑，並請勿用力擦拭或磨擦，以免破壞表面之質地。
警告：煞車系統嚴禁使用任何清潔劑及亮光蠟，以免影響煞車性能，造成危
險。
定期檢修與保養:
新車交車後 1,000 公里或三個月（以先到者為準），必須回廠進行初次檢查
保養。建議每 3,000 公里或每六個月（以先到者為準），定期回廠檢查保養。
所有維修及保養項目均須於 eReady 服務中心執行，並使用原廠指定之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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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規格表
動力系統
馬達型式

水冷式永磁馬達

馬達控制器形式

水冷馬達控制器

最大功率

6.2KW /3000rpm

最大馬力

8.31hp /3000rpm

最大扭力

23Nm/0~2500rpm

馬達/控制器冷卻方式

水冷系統

傳動方式

模組化齒輪組

最終傳動

高強度油封鍊條

倒檔控制

電子倒車鍵
尺寸

全長

1915 mm

全寬

705 mm

全高

1090 mm

軸距

1310 mm

重量

120.8kg(含兩顆電池)
底盤

車架

高張力鋼管

前懸吊系統/後懸吊系統 潛望式前叉/雙槍式後避震
前輪煞車/後輪煞車
煞車系統
前輪規格/後輪規格
限乘人數

油壓碟式
油壓煞車(CBS 連動式煞車)

100/90-12 (胎壓:33 psi) /110/70-12 (胎壓:40 psi)
2人

總載重限制: 160 Kg

座墊下置物箱 : 6 kg
最大荷重量

前置物箱掛勾:
kg
前置物箱掛勾 :33
kg
1.5kg
1.5
3
kg
前置物箱 : 1
前置物箱掛勾
1.5kg
kg:kg
1.5kg
箱 : 10 kg
前置物箱 : 1.5
前置物箱掛勾
:kg
3
kg
1.5kg
1.5kg
前置物箱 : 1.5
kg
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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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車旗艦店
門市

地址

電話

台北大安店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73號

02-23254678

汐止康寧店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70號

02-26951112

新北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南路 163 號

02-2974-6699

新莊思源店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249 號

02-22770068

中壢延平店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 326 號

03-4260186

台中精武店

臺中市東區精武路 138 號

04-2360-3988

台中中清店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 176 號

04-3609-9168

台南武聖店

臺南市中西區武聖路 257 號

06-3581756

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191 號

07-710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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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車經銷服務店
門市

地址

電話

重輪車業

臺北市北投區崇仁路 1 段 21 號

(02) 2891-8687

榮擎車業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 119 號

(02) 2497-2332

全富重車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169 號

(02) 2914-9589

二輪世界-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19-1 號

(02) 8668-0667

正興車業

桃園市中壢區志廣路 48 號

(03) 493-7297

富順車業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 410 號

(03) 334-5450

協榮車業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217 號

(03) 571-2045

隆翔車業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60 號

(037) 260-879

大明輪業商行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 299 號

(037) 474-700

嘉信車業

臺中市大里區仁化路 529 號

(04) 2491-4745

正宇車業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151 號

(04) 2527-4928

德豐車業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57-3 號

(04) 2635-5065

正成車業

台中市大雅區大雅里中清東路 111 號

(04) 2566-2066

元輪車業

台中市西區西屯路二段 9-1 號

(04) 2314-7471

光順車業

彰化縣永靖鄉永福路一段 28 號

(04) 822-1278

千聖車業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 2 段 453 號

(049) 223-0940

宏興車業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 507 號

(049) 298-4383

建發車業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 369 號

(06) 312-6710

好開車業

臺南市玉井區三和 2 之 8 號

(06) 574-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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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車經銷服務店
門市

地址

電話

德信企業社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 22 號 1 樓

(06) 267-7526

志明(清源)車業

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 25 號

(06) 222-0069

旺達車業

臺南市下營區中山路一段 127 號

(06)689-2450

鼎新車業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 117-1 號

(07) 651-8374

易宏(俊宏)車業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 235 號

(07) 352-8584

新大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 52 號

(07) 390-8513

大裕車業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 249 號

(07) 241-3737

天之道重車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 229 之 1 號

(07) 722-8370

鑫鈴車業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 30-10 號

(08) 721-6360

和昇車業

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二段 438-1 號

(03) 938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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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手機 App 與自訂個人化
eReady 電動車擁有藍牙通訊功能，可以與智慧型⼿機連線，透過eReady App，系統會發送重要
資訊告知您，您也可以利⽤智慧型⼿機進⾏各種個⼈化的調整與查詢。
下 載 及 安 裝 Gogoro® App
●eReady App提供iOS與Android系統⼆個版本，安裝前請先確認智慧型⼿機之作業系統規格。
●iOS系統：Apple iOS 10.0以上，並Apple Store下載及安裝。
●Android系統：Android 6.0以上，並由Google Play Store下載及安裝。
●若要使⽤eReady App上的所有智慧功能，您的⼿機必須⽀援「低耗電藍牙周邊模式」
（BLE Peripheral Mode）。

eReady App的功能會不斷隨版本⽽更新，建議您將⼿機的⾃動更新開啟，以隨時獲取最新的功能。
eReady App會不定時透過網路傳輸資料，可能會額外產⽣⾏動數據傳輸費⽤。
eReady電動車不保證所有智慧型⼿機廠牌及型號均能正常下載或使⽤eReady App，您可⾄eReady
網站https://www.eready.com.tw/app.php確認手機APP與功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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